
 
 
 
 
 
 
 
 
 
 
 
 
 
 
 
 
 
 
 
 
 
 
 
 
 
 
 
 
 
 
 
 
 
 
 
 
 
 
 
 

 

 Nov 17 

2019 

台美團契長老教會 

Taiwanese/American Fellow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Senior Pastor: 黃景彬牧師 Rev. Jim Huang 

       Pastor: 蔡佳君牧師  Rev. Annie Tsai 

   SKY Ministry: Rev. D. Paul LaMontagne 

770 US-206, Hillsborough, NJ 08844  
Tel:732-937-9227  www.tafpc.org   email: tafpc@tafpc.org 

以弗所書 Ephesians 2:19 

Family of God 上帝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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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團契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程序 
TAFPC Sunday Worship Service Order  

司會: 蘇楓琇長老    證道: 蘇惠智牧師   司琴: 陳玫麗姊妹
1:15 pm                                                                                     Nov 17, 2019 
﹌﹌﹌﹌﹌﹋﹌﹋﹌﹋﹌﹌﹋﹌﹌﹌﹌﹌﹋﹌﹌﹌﹌﹌﹌﹌﹌﹌﹌﹌﹌﹌﹌﹌﹌﹌﹌﹌﹌﹌﹌﹌﹌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司(台): 主的日子得欲(tih-beh)到啦！ 
眾(台): 上帝欲(beh)完成創造: 一個新天新地。 
司(台): 主的榮耀得欲到啦！ 
眾(台):上帝欲將每一塊石頭翻倒轉(péng-tò-tńg)，互公

義顯明。 
司(台): 主的靈得欲到啦！ 
眾(台):上帝欲吸引咱來交陪(kau-pôe)，咱所有的祈禱

欲充滿感恩。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 #272「阮愛上帝聖殿」 
感恩祈禱*Prayer of Thanksgiving  
讚美詩 Anthem     「This I Pray」 聖歌隊 
  By Jay Althouse 

Lord, be with me each new day, 
yet, as I walk every pathway. 

In my time of need I will follow where You lead. 
Be my shepherd, this I pray. 

 
Lord, be my true foundation, 
as You will be for all creation. 

Precious Lord, hear my prayer: May I know your tender care. 
Lord, protect me, this I pray. 

 
Lord, be my light, my shepherd. 

No want may I ever know. 
Lord, make me whole, and lead my soul 

where still waters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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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by my faith I know you. 
Lord, by my deeds I will show you 

how I love Your name. Let me evermore proclaim.  
Be my shepherd, my protector. 

Be my friend, this I pray. This I pray, Amen.  
悔罪邀請 Call to Confession 
咱著用真實的心，來親近上帝，咱相閤佇上帝的面
前彼此認罪。咱若認咱的罪，祂是真實公義，欲赦
免咱的罪，洗除咱攏總的不義。 

認罪祈禱 Prayer of Confession (齊聲讀祈禱文)  
憐憫的上帝啊，請聽阮的祈禱。祢的靈呼召阮著(tio̍h)
有行動及改變，但是阮固執，躊躇(tiû-tû)閣驚惶。阮
選擇熟似(se̍k-sāi)勝過信實，舒適(sù-sī)勝過勇敢，自
私勝過服事，誹謗(húi-pòng)勝過對話。憐憫的上帝
啊，請聽阮的祈禱。赦免阮的罪過(chōe-kòa)，感動
阮來活出有轉變的生活。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求，阿們。 (默禱) 

赦罪的確信 Assurance of Pardon 
人若站佇基督，就是新創造的人，舊的生活已經過去，新
生活已經開始，著知咱得著赦免，咱有平安。阿們! 

平安禮 Passing the Peace 
讀經 Scripture  

以弗所書 1:15-23 (新約: 藍 p219, 紅/棕 p296) 
司：這是上帝的話   眾：感謝上帝 

證道 Sermon    「牧者的祈求」 
回應詩歌* Response Hymn*    
 新聖詩 #341「我今專心迫切祈禱」 
奉獻 Offertory  

奉獻詩*新聖詩 #382 (v.4) 
“我的錢銀獻給祢，用出攏趁祢旨意， 

      我的才情祢賞賜，甘願還祢做器具。” 
代禱 Intercession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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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330 「主，聽阮祈禱」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賞賜阮平安” 
介紹與報告 Introduction and Announcement  
唱詩* Hymn Singing*  
 新聖詩#214 「上帝慈悲無窮無盡」 
祝禱差遣* Benediction and Sending Forth* 
 阿們頌* (Threefold Amen*)    
殿樂 Postlude           

(*方便站立的人，請站立; *Please stand as you are able) 
 
 
 
聖工分配: 

聖工分配 
本    週 下    週 

(11/17/2019) (11/24/2019) 

招      待 劉麗玲 劉麗玲 

音  樂 / 司  琴 陳玫麗 陳玫麗 

司  會 / 報  告 蘇楓琇 陳蓓蓉 

來      賓 蘇英世 蘇英世 

影  音 / 錄  影 吳建勳 / 陳毓盛 吳建勳 / 陳毓盛 

司      獻 
劉麗玲 

陳玫麗    李昭瑩 
劉麗玲 

陳玫麗    李昭瑩 

清 點 奉 獻 楊純貞    翁玉屏 楊純貞    翁玉屏 

育       嬰 Nua Tsai 洪潔君 

茶點預備 外賣 外賣 

茶點 
分配&清理 

張文傑   洪潔君 楊英才   陳慧芬 

值 日 長 執 楊英才   劉麗玲 楊英才   劉麗玲 

出席與奉獻: 11/10/2019 

禮拜出席人數 經常奉獻 

  台語 95,   SKY 25 台語 $2,652.00,   SKY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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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1. 歡迎來作禮拜的兄姊! 禮拜後請一起享用點心並交誼! 
2. 今天成人主日學主題是 “基要真理 #12 - 信仰生活：
見証”，由黃景彬牧師主持。下週主題是“分享:在職
場分享見證我們的信仰”。 

3. 請各團契在 11 月底以前完成 2020 新任會長、幹部
的選舉，然後把名單通知教會辦公室，謝謝! 

4. 婦女會茶會今天下午 2:20 在樓下 SKY 禮拜堂舉行，
歡迎參加! 

5. 溫馨提醒!年終將近，請 2019 各部門長執、同工及團
契會長提早準備完成 2019 年度報告，以便能在年底前
寄到教會辦公室(tafpc@tafpc.org)。若需翻譯，請務必提
早，以便新上任的秘書，有充分時間作業，謝謝合作!! 

6. 11/30(六) 6pm 舉行感恩節 potluck 聚餐，與台灣同鄉
(TAANJ)一起感恩，歡迎兄姐邀請親友來參加。一家一
菜，請大家踴躍到公佈欄填寫菜單。謝謝! 

7. 教會辦公室要更新會友通訊錄，麻煩兄姊撥空到辦公
室(Shu)那裡，確認你的通訊資料依然正確，謝謝！ 

小會公告: 
1. 上主日召開會員大會，選出 2020新任長執名單如下： 
長老:  陳蓓蓉 (一年任), 陳美雲, 謝慶賢, 林詠偉(三年任)  

許毓升(兩年任) 
        執事: (全是三年任期) 

郭淑華, 李昭瑩, 林嘉柔, 林秀芬, Nua Tsai 
2. 上主日會員大會中，小會向會眾道歉以下三件事: 

1) 關於聘請短期全職牧師的事與會眾的溝通不良。 
(Po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ongregation 
regarding hiring a full-time temporary pastor.) 

2) 當黃牧師提問是否他是領導台美教會轉型的合適
人選時，小會沒有與會眾討論，就試圖回覆。
(Not including the congregation in session's 
discussion while trying to answer Rev. Huang's 
question whether he is the right person to lead 
TAFPC in its transition.) 

mailto:tafpc@tafpc.org
mailto:Shu%20那裡確認一下你的通訊資料tafpc@taf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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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與某些會眾開會時，洩露了有關黃牧師即將離
開的不實消息。 (Leaking incorrect information 
about Rev. Huang's departure when session met 
with some congregational members.) 

3. 上主日會員大會中，黃景彬牧師告訴會眾，他已要
求中會解除他與台美教會的牧養關係。 

4. 11/24(日)本會將舉行洗禮、轉籍與堅信禮，意者請
向黃景彬牧師登記。受洗學道班是 11/2, 11/9 & 
11/16(六) 2pm, 轉籍是 11/16 (六) 2pm. 

5. 教會急需徵聘辦公室助理一名，有意願者請洽黃牧師或
英才長老。 

主內交通與代禱 : 

同工選舉；教會的合一；教會事工的方向；教牧長執
同工的智慧及身心靈；明艶姊及家人；泰明兄的家
人；Paul 牧師及家人；李俊德的家人；詠偉兄(Dennis)
的家人；麗貞姐與珍珠姐；建仁兄；秀芬姐的父親；
梓義長老；俊彥兄與尚芬姐；教會兄姊們的新生兒
孫；待產的姊妹們；教會長輩的健康；教會各事工
(SKY、青少年與兒童、社青、家庭團契、婦女)；兄姊
的工作；退休兄姊們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 

生活充實俱樂部：  
 11/20 何德淵教授  “從我的脊椎進廠維修談 Beyond My   

Spinal Stenosis Surgery: Medical Progress and Reality” 
 11/27  陳信宏先生   “漫談經營的經驗” 

教會行事表 : 

週 
聚 會 
項 目 

時  間 
(11/17/19) 

主  理 
(11/17/19) 

主  理 
(11/24/19) 

地    點 
(11/17/19) 

日 
聖歌隊 
練習 

11:30am- 
12:45pm 李秀文 李秀文 Sanctuary 

日 主 日 
早禱會 

12:40pm- 
1:05pm 同心禱告 同心禱告 Basement 

Room C 

日 主 日 
禮 拜 

1:15pm- 
2:30pm 

蘇惠智 黃景彬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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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成人 
主日學 

2:45pm- 
4:00pm 黃景彬 陳虹伶 

蔡賢奕 Sanctuary 

日 
Hand 
Bell 

4:00pm- 
5:00pm 陳玫麗 陳玫麗 Sanctuary 

二 婦女 
查經 

10:00am- 
12:00pm 

(11/19/19) 
吳曼麗 

(11/26/19) 
暫停 Sanctuary 

五 
分區 
查經 

(11/22) 

8pm-10pm  
Edison      

Windsor / 
Brunswick 

主理  
陳毓盛 

  
黃晉文 

經文 
創世記 

22  
創世記
21-22 

招待家庭 
毓盛與昭瑩
732-815-0536  
英世與麗玲
609-275-0949    


